加強學校行政管理津貼 Strengthening School 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 (SAM) Grant - 1718 報告
為支援學校加強行政管理，減輕學校及教師的行政工作。教育局於 2016 年 3 月向資助學校發放「加強學校行政管理津貼」，有關津貼屬一筆過
的啟動津貼，津貼額為每校 2 5 萬元。本校經充分諮詢教師的意見，就使用有關津貼以加強學校的行政管理，訂定了加強學校行政管理津貼計劃書。
有關項目之推行情況及財政支出報告如下：
1) 為整體提升辦學團體轄下各屬下各屬校的資訊管理與溝通，促進辦學團體與屬校、屬校與屬校之間的交流和合作，法團校董會/校董會議決通過 於
「加強學校行政管理津貼」撥出港幣 50,000，委託辦學團體「天主教香港教區」於 2016-2018 年度設計並執行「辦學團體統籌的協作項目-開 發
教區學校內聯網系統」
。法團校董會/校董會亦議決通過委託辦學團體「天主教香港教區」組織「督導委員會」
，專責指導及監察是項「辦學團 體
統籌的協作項目」。詳細見<天主教香港區「加強學校行政管理津貼」辦學團體統籌 辦學團體統籌項目總結報告>。
2) 其他項目
範疇

預期成效

推行項目

學生事務

利用智能卡系統，記錄

購置讀咭機及電腦，以

學生出勤：

連拍卡系統，記錄學生

1. 提升整理學生考勤

出席及遲到。

的效率及準確度
2. 加強人力資源的運
用

成功準則
1. 校務處可於第一課節前
得到該日學生考勤數據。

財政支出

1)及 2 )將於 2018/19 年

1) 購買 1 部 hp i5 電腦

下學期開始試行。

(由 PCCW 提供)用作

2. 取締現行教師以點名簿

3)達標，83%家長能利

出勤拍卡系統$6,854

記錄學生出席及工友到

用手機應用程式得知

2) 購買 eClass 3 部拍卡

課室收集點名簿的安排。

子女到校及離校時

器網及安裝費

間。

$15,400

3. 80%家長能利用手機應用

3. 讓家長即時知道子

推行情況

程式得知子女到校及離

女到校及離校時間

3) 購買全校學生、教

校時間。

持續發展方案
保養及維護：
1. 讀卡機的維修開支由學校
賬支付。
2. 簡化學校行政程序：
 家長可即時收到子女
到校及離校時間，減少
家長致電學校查詢的

師 Smart Card 及家長

情況，從而減輕校務處

證(由 iSmart

職員的工作量。

Technology Limited
提供))，合共$13,078

 毋須安排工友到課室
收集點名簿，騰出空間
處理其他工作，使人力
資源能更有效地運用。

家校通訊及

利用手機應用程式：

購置手機應用程式及其

1. 80%家長能利用手機應用

1) 達標，83%家長能利

1) 購買 eClass Parent &

1. 保養及維護：

範疇

預期成效

推行項目

校務工作

1. 讓家長更快速地接收

網絡平台，進行以下校

程式得知學校所發出的

用手機 應用程 式得

Teacher App (博文教

平台保養費由資訊科技

務工作：

信息。

知學校 所發出 的信

育﹙亞洲﹚有限公司)

綜合津貼支付。日後之用

息。

小學按比例付款：

戶費用，則由家長支付。

學校的信息
2. 以電子通告取締紙本

1. 發放信息

通告，減省紙張的消

2. 發放電子通告

耗

3. 收集電子回條

成功準則

2. 兩年後，校方以電子通告
取締 80%紙本通告。

推行情況

2)及 3)未能達標，至

財政支出

$10,258.06

持續發展方案

2. 節省人力及地球資源：

3. 兩年後，80%家長能以用

1819 年度只有 63%家

手機應用程式回覆學校

長能以用手機應用程

(EPS Company (Hong

通告，而家長利用電子平

回條。教師透過電子平台

式回覆學校回條。教

Kong) Limited)電子

台繳交學校費用的百分

4. 回條的行政工作收取

檢視家長交回條的狀

師透過電子平台檢視

繳費系統費用$3,000

率亦能提升至 90%。

學校費用，減省教師

況，並以短訊提示未覆回

家長交回條的狀況，

及校務處點算金錢的

條之家長。

並以短訊提示未覆回

透過手機應用程式，學校

4. 兩年後，80%家長以用手

條之家長。仍需繼續

及教 師能 更有 效率 地把

機應用程式繳交學校費

推廣使用電子回條的

信 息傳遞給家長。家長

用。教師及校務處利用電

好處。

亦能 即時 接收 到學 校及

3. 收集回條，減省教師

4. 收取費用

點收

時間。

子平台檢視家長繳費狀

2) 購買 EPS 及 PPS

期望能取締 90%的紙本

3. 加強家校合作：

4) 1819 年度將全面推

況，並以短訊提示未繳費

行家長以用手機應用

之家長。

程式繳交學校費用。

教師的訊息。
4. 加強學與教的效能：
透過電子平台發放學習
資源、評估結果及分析予
學生及家長。

校舍管理

員工能使用高清電視監

更換學校閉路電視監控

校方於需要時可藉著電視

達標，90%使用過高清

購買 32 枝鏡頭及安裝

控系統，

系統為高清格式

監控系統的記錄作跟進。

格監控系統職員認同

整套監控系統(由凱域

以學校賬支付硬件的 維

此系統有助他們了解

防盜系統有限公司提

修開支。

事件發生經過。

供)，費用$99,850

1. 監察及預防偷竊及
其他刑事案件

保養及維護：

2. 遙控電視監控系統：

2. 翻查意外經過

開放權限給指定職員，使

3. 協助了解學生違規

他們可透過互聯網監控

經過

校內通訊

1.

教師能透過樓層的內聯

校內的情況。

於常用課室及特別室安

提高教師向校務處通報緊

達標，90%職員認同內

由 Eware Networks

保養及維護：

範疇

預期成效

推行項目

電話系統向校務處通報

裝 38 部內聯 IP 電話系

緊急事件，以尋求適時

統，以接駁校務處

成功準則
急事件的效率。

的支援
校務工作

教師透過軟件

購買編排上課時間表及

1. 更有效地編排上課時

教師代課的軟件

間表及教師代課

1. 提高編排上課時間表及
教師代課的效率。

推行情況

財政支出

持續發展方案

聯 IP 電話系統可提高

Limited 提供 38 部內聯

保養費由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教師向校務處通報緊

IP 電話、伺服器及安

支付。

急事件的效率。

裝，費用：$27,250

剛開始使用，未有足夠

由 Computsys Company

提高信息發放之效率：

數據反映成效。

Limited 開發費用：

教師能利用手機應用程式接

$23,000

收該日之代課及調堂之排。

2. 更高效率地列印出相關

2. 列印相關文件及報告

文件及報告。

家校通訊

利用流動電話裝置及通

購買利用流動電話裝置

80%跨境生家長透過此渠

達標，90%以上跨境生

購 買 一 部 Samsung

數據卡之增值費由資訊科技

(境外)

訊應用程序與跨境生家

利用 WeChat 與跨境生

道與教師溝通。

家長透過此渠道與教

GALAXY Tab A2 LTE

綜合津貼支付。

長的溝通

家長的溝通

師溝通。

價錢：$2,160
本津貼支付$1,309.94
餘下的$850.06 由資訊
科技綜合津貼支付

